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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江古商城举办首届美食周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傅瑞芳 刘

路文）“穿越千年古商城，醉品湘西第一菜”。今天，湖南（怀
化）·洪江古商城首届旅游美食文化周开幕。 活动主办方别
出心裁推出了色香味俱全的“洪商私房菜”，引来众多游客
围观品尝。

洪江古商城美食文化源远流长，明、清及民国时期，随着
全国各地商贾团帮以及流寓移民纷至沓来， 各种文化在这里
交流融汇，洪江商业持续繁荣，赢得了“小南京”、“西南大都
市” 的美称。 经济的强劲活力带动了洪江饮食产业的快速发
展，全国各大菜系被引进来，给这座历史悠久的山水古城平添
了更多韵味，也让洪江古商城变成了地道的“美食之都”。据了
解，这届美食周将持续到10月7日，将举行洪商私房菜展示、湘
西厨神争霸赛、厨夫主妇私房菜大比拼、唆粉王大赛等活动。

郴州国际休闲旅游文化节落幕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邓明 李秉钧 通讯员 林清航）

今天，2013年中国（郴州）“林中之城、休闲之都”国际休闲旅
游文化节在汝城县爱莲广场落下帷幕。闭幕式现场，省旅游
局有关负责人为刚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汝城县九
龙江国家森林公园授牌。

这届旅游节于9月16日在桂阳县开幕。期间，各县市区
举行了文艺演出、旅游观光、经贸洽谈、主题赛事、专题研
讨、展示展览等6大类31项活动，是郴州史上规模最大、活动
最多、范围最广的一届旅游盛会。整个旅游节以“林中之城、
休闲之都”为主题，“以旅游弘扬文化、以文化提升旅游”，集
中展示了郴州旅游文化的精品精髓， 吸引了中医药温泉理
疗养生城等21个旅游项目落户，合同引资120.6亿元。

本报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熊鹰 鞠文霞

今年6月，中国第一位获得“苏菲环境
大奖”、北京地球村的廖晓义女士来到长沙
县，带领着一群年轻的社工开始了“乐和乡
村”计划。

9月29日，记者慕名来到乐和乡村的试
点村———长沙县白沙镇双冲村，感受3个多
月来这里潜移默化的喜人变化。

走进村，记者看到10多位村民在社工彭
李峰、唐胜超的带领下，正在疏通灌溉渠、清
理田垄里的杂草。“这样的集体劳动好久没
搞过了。”64岁的村民童雄俊介绍说。

“乐和乡村的立足点在于弘扬传统道
德，实行‘三事分流’，即大事政府办，小事

互助会办，私事自己办。”长沙县委宣传部
副部长马搏介绍说 ，“用村民自己的话来
说，乐和就是一家人，乐和就是一条心。”

除了双冲村外，金井镇惠农村、开慧镇
葛家山村、春华镇金鼎山村、果园镇双河村
和福临镇金坑桥村也加入了“乐和乡村”的
试点行列。14名来自北京地球村的社工，就
像14粒火种， 将乐和的理念带进了千家万
户。他们和妇女们聊亲子教育，和老人们聊
养生常识，带孩子们办夏令营，还发动村民
成立“乐和互助会”，将热心公益又德高望
重的村民吸纳进互助会， 通过他们了解群
众所思所想，开展工作，效果良好。

德国家居商业航母落户天心区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陶小爱）12年前的今天，麦德龙

落户长沙， 长沙成为德国世界500强企业进入中国的第一
个城市。12年后的今天，德国家居龙头卓伯根中国总部又在
长沙市天心区成立。 来长参加商务考察活动的德国乌纳市
市长激动地说：“长沙是世界商业的一块热土！”

以严谨专注、品质精美的德国商品对入主地相当挑剔，
2000年麦德龙长沙店成为中国大陆第二个卖场后，得到长
沙消费者的喜爱。 麦德龙长沙店成为其在中国大陆最兴旺
的卖场。如今，麦德龙长沙店已克隆出多个卖场。

在德国，鲁尔区人有个说法：“喝啤酒、看足球、逛卓伯
根”。拥有百年历史传承的德国卓伯根家居，是德国集高品
质家具、精品、橱柜、超市为一体的超级家居商业航母。

邵阳市 晴转多云 16℃～29℃
湘潭市 晴转多云 17℃～29℃

张家界 晴 17℃～31℃
郴州市 多云 20℃～28℃
株洲市 晴转多云 17℃～28℃

永州市 多云 17℃～27℃
衡阳市 晴转多云 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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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 晴 17℃～28℃
怀化市 晴转多云 14℃～28℃
娄底市 多云 18℃～28℃

吉首市 晴 15℃～28℃
岳阳市 晴转多云 18℃～26℃
常德市 晴 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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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9日讯 （通讯员 向民贵 黄
海龙 记者 彭业忠）日前，泸溪县众鑫公司
总投资5000万元、 年产1000吨钒氮合金
项目建成投产， 可实现年产值1.8亿元，实
现年税收2500万元。这是该县深化工业结
构调整，拉长新材料产业链的重大举措。

泸溪县经信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泸

溪县原来的新材料产业，主要以微细球形
铝粉的生产为主，而最近几年，在此基础
上，向镨钕合金、钒氮合金、钕铁硼、合金
粉等新材料领域拓展，且初具规模。

该县以招商引资为抓手， 以工业园区
为平台，积极引进新材料项目，不断壮大新
材料产业，先后引进了金昊公司年产5000

吨微细铝粉项目、盛鑫公司年产4000吨镨
钕合金项目、盛鑫公司年产4000吨钕铁硼
项目、群祥公司年产1.2万吨合金粉项目等
23个新材料项目，目前11个项目已建成投
产，12个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

新材料产业链向宽度拓展的同时,也
着力向纵深拓展，已开发出铝颜料的系列

产品，主要用于航天、手机等高档涂料；正
在开发10万吨铝粉焊接线项目，主要用于
金属焊接领域。 仅铝系列产品的年产值，
就达3.53亿元，占新材料产业产值比重的
68.5%。全县新材料的总产能，达到3.83万
吨，可实现年产值5.67亿元，工业税收占
全县的41%。

本报9月29日讯 （记者 李寒露 通讯
员 李进 周春来）近日，汉寿县太子庙镇
五里冲村村民代道新， 把几公斤瓜果皮、
菜叶等生活垃圾，埋在院前几棵树下做肥
料。 这是该县大力推行农村垃圾分户处
理、就地消化的一幕。

近2年多来，为整治农村环境卫生，汉
寿县以水源保护、田园清洁、家园美化为
重点，集中开展“四清”（清集镇、清道路、
清沟渠、清房前屋后）活动，解决了农村垃
圾乱扔乱倒等问题。今年初，又针对农村

垃圾分户收集、集中填埋带来的一系列问
题，通过办点示范，引导村民以户为主，将
垃圾分类处理、就地消化，做到能埋的就
地埋、能烧的就地烧、可回收的整理出售，
减少垃圾总量，优化生态环境。

汉寿县选定100个村、70所学校、50
个县直单位为垃圾分户分类处理示范点，
每月开展宣传、规劝、推广活动。同时，把
农村生产、生活垃圾科学处理方法，编印
成小册子， 分发到全县20多万个家庭。全
县近2000名驻村群众工作组干部下村走

访时指导村民开展垃圾分户分类处理。县
里还组织县、乡镇、村、组和户主代表互查
互评的“五级查评”活动，评分结果纳入单
位年度重点目标管理考核。

目前，在汉寿县文蔚、鸭子港等乡
镇，已有700多户村民开挖热水凼，收集
果皮、菜叶、剩菜、家禽羽毛、鱼鳞等有
机垃圾发酵沤肥。罐头嘴、朱家铺等10
多个乡镇的保洁员，每天用火钳捡拾垃
圾并分类装袋处理。全县大部分农户养
成了垃圾分类就地处理的好习惯，除饮

料瓶、啤酒瓶、废弃电池及各种金属物等
可回收垃圾外，其余通过埋、烧变成肥料。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头8个月，全县农村垃
圾日产生量同比减少40%左右。

泸溪 新材料产业风生水起

汉寿 垃圾分类处理热乡村

9月27日， 娄底市第二届社区文化节在双峰县举行专场演出， 舞动文化、 健
康快车、 阳光行动三大主题活动精彩纷呈。 王玖华 贺伟志 摄影报道

“乐和就是一家人”

记者�� ��在基层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晴天间多云
南风 ２ 级 17℃～30℃


